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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8 學年度全國離島及偏遠地區國小學童防疫測試競賽 

第三期評量試卷 
 

學校：____________國小    班級：五年______班       姓名：__________________ 

 

單一選擇題(下列各題都只有一個正確答案，每題 2.5 分，共 100 分) 

試題範圍：頭蝨感染症*、恙蟲病*、登革熱*、屈公病* 

01、（）請問屈公病的傳染途徑為？ 

（１）空氣傳染。 

（２）透過頻繁性行為傳染。 

（３）藉由病媒蚊叮咬傳染。 

（４）飛沫傳染。 

02、（）請問恙蟲病的病媒是？ 

（１）恙蟎（Mite）。 

（２）埃及斑蚊（Aedes aegypti）。 

（３）白線斑蚊（Aedes albopictus）。 

（４）黑斑蚊（Aedes）。 

03、（）明明與安安是很好的朋友，時常一起玩頭碰頭，請問最有可能感染什麼病？ 

（１）頭蝨。 

（２）登革熱。 

（３）結核病。 

（４）流感。 

04、（）請問登革熱又稱為什麼呢？ 

（１）天狗熱或斷骨熱。 

（２）天貓熱或骨折痛。 

（３）黑死病。 

（４）漸凍症。 

05、（）寄生在頭皮上的頭蝨，主要食物是什麼呢？ 

（１）眉毛。 

（２）血液。 

（３）頭髮。 

（４）唾液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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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6、（）有關預防屈公病，下列何者最不正確？ 

（１）澈底落實「巡、倒、清、刷」。 

（２）「巡、倒、清、刷」可依照個人喜好，偶而巡、隨便倒、不需清、不用刷。 

（３）從屈公病流行地區入境臺灣後，應自我健康監測 14 天，如有發燒、頭痛、

出疹、關節疼痛及肌肉痠痛等疑似症狀，應儘速就醫並告知醫師旅遊活動

史與暴露史。 

（４）擇裝有紗窗或空調設備的居住場所。 

07、（）小華最近清洗倉庫中的瓶罐容器，前天開始陸續出現突發性高燒、頭痛、後眼窩

痛、肌肉痛及出疹等現象，請問他極可能感染什麼病？ 

（１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(COVID-19)。 

（２）頭蝨。 

（３）水痘。 

（４）登革熱 

08、（）請問屈公病的潛伏期為多久呢？ 

（１）潛伏期 50 天，通常為 25 天。 

（２）潛伏期 3 分鐘，所以要時常監測。 

（３）每個人的潛伏期不同，短則 30 天，長則 1 年。 

（４）潛伏期 2～12 天，通常為 3～7 天。 

09、（）下列何者不是居家防鼠三不政策？  

（１）不讓鼠吃－食物收藏於適當的封閉容器內，以免引來老鼠覓食。 

（２）不讓鼠玩－家中不要放玩具，不讓老鼠取得玩樂。 

（３）不讓鼠住－居家環境保持清潔，勿堆積雜物，以免提供老鼠躲藏與築巢的

處所。 

（４）不讓鼠來－封住屋子周圍之鼠洞及空隙，以防止老鼠進入屋內。 

10、（）歐大叔最近學習到有效預防登革熱的方法，請問以下何者最不正確？ 

（１）每年 5 月吃登革熱防治藥物。 

（２）將不要的容器丟棄，保持環境衛生。 

（３）配合政府的噴藥消毒。 

（４）定期清理積水容器。 

11、（）請問誰不是屈公病的高危險群呢？ 

（１）時常打籃球且飲食均衡的表哥。 

（２）罹患糖尿病的三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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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３）患有高血壓的姑姑。 

（４）75 歲的阿公。 

12、（）當我們和家人共用梳子、枕頭時，最可能感染什麼傳染病？ 

（１）登革熱。 

（２）頭蝨。 

（３）病毒性腸胃炎。 

（４）流感。 

13、（）請問何者不是屈公病的臨床症狀？ 

（１）發燒 38 度以上。 

（２）骨頭、關節、肌肉痛。 

（３）出疹。 

（４）大腿呈現潰瘍。 

14、（）請問頭蝨的感染症狀是？ 

（１）頭很麻。 

（２）頭很痛。 

（３）頭很癢。 

（４）頭很脹。 

15、（）下列何者是最適合消滅頭蝨的方法？ 

（１）無法消滅頭蝨，等待頭蝨自行死亡的一天。 

（２）用指腹每天按摩頭皮 1 小時，連續 5 天頭蝨就會在按摩過程中掉落。 

（３）用清水洗頭半小時，連續 30 天。 

（４）使用衛生福利部核可去除頭蝨專用之洗髮劑或藥品，並遵守醫囑及藥品標

示的方法使用。 

16、（）請問登革熱及屈公病是透過什麼方式傳染？ 

（１）皆是病媒蚊傳染。 

（２）皆是透過飛沫傳染。 

（３）登革熱是透過飛沫傳染，屈公病是透過病媒蚊傳染。 

（４）登革熱是透過接觸傳染，屈公病是透過頻繁性行為傳染。 

17、（）請問有關恙蟲病的相關防治作為，下列何者錯誤？ 

（１）病例通報：依據傳染病防治法規定，恙蟲病屬於第四類法定傳染病，應於

1 週內通報。 

（２）治療方法：遵從醫囑使用四環黴素類藥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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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３）治療方法：自行至藥局購買消炎藥即可。 

（４）隔離：不需要。 

18、（）澈底落實「巡、倒、清、刷」可預防病媒蚊，請問下列敘述何者有誤？ 

（１）「巡」─經常巡檢，檢查居家室內外可能積水的容器。 

（２）「倒」─倒掉 1/3 積水，剩餘的液體可將病媒蚊溺斃。 

（３）「清」─減少容器，使用的器具也都應該澈底清潔。 

（４）「刷」─去除蟲卵，收拾或倒置勿再積水養蚊。 

19、（）請問恙蟲病的潛伏期為多久呢？ 

（１）6 至 21 天，通常為 9 至 12 天。 

（２）沒有潛伏期，要時時刻刻注意。 

（３）24 小時，屬於高度急性傳染病。 

（４）28 到 55 天，通常為 35 至 47 天。 

20、（）請問民眾通報疫情及諮詢傳染病問題，可撥打哪個電話號碼？ 

（１）1922。 

（２）113。 

（３）1966。 

（４）119。 

21、（）請問下列何者不是登革熱良好的孳生源？ 

（１）盆栽盆底。 

（２）花瓶。 

（３）廢輪胎。 

（４）時常清洗的漱口杯。 

22、（）請問頭蝨是一種？ 

（１）寄生性昆蟲。 

（２）存在於自然界中的雌雄同體植物。 

（３）經過變異而形成的 RNA 病毒。 

（４）微生物。 

23、（）下列有關恙蟲病的敘述，何者最不正確？ 

（１）人類是恙蟲的主要宿主。 

（２）恙蟲病發生時間多在 6 至 7 月達高峰，9 至 10 月出現第二波流行。 

（３）在冰島、挪威、北極圈等，也是每年常見的地方性流行傳染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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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４）離開草叢環境後，應儘速沐浴並更換全部衣物，避免恙蟎的附著和叮咬，

以降低感染風險。 

24、（）下列關於屈公病的敘述，何者有誤？ 

（１）屈公病是黃種人才會得到的病。 

（２）屈公病毒的病媒蚊主要為埃及斑蚊及白線斑蚊。 

（３）選擇裝有紗窗或空調設備的居住場所，可有效預防屈公病。 

（４）屈公病有兩種傳播循環：非洲森林循環及城市循環。 

25、（）小花最近學習到恙蟲病的知識，請問下列敘述何者有誤？ 

（１）菜農得到恙蟲病的機率會比整天坐在電腦前的上班族高。 

（２）恙蟲病的常見症狀有發燒、頭痛、背痛、淋巴腺發炎腫大等。 

（３）保持居家整潔，食物收藏妥當，以避免鼠類孳生。 

（４）穿著深色短袖衣褲，有效防止恙蟲病。 

26、（）下列何者敍述正確？ 

（１）不論有沒有去過登革熱疫區、得過登革熱、病例接觸者，只要自覺身體良

好即可捐血。 

（２）自登革熱流行地區離境，暫緩捐血 8 週。 

（３）登革熱確定病例，痊癒無症狀後 4 週，才可再捐血。 

（４）登革熱確定病例的接觸者，暫緩捐血 1 週。  

27、（）請問屈公病與登革熱的敘述，何者正確？ 

（１）屈公病又稱為「天狗熱」或是「斷骨熱」，登革熱又稱為「天貓熱」或「骨

折痛」。 

（２）埃及斑蚊生喜歡棲息在室外，叮咬人高峰為中午 12 點，白線斑蚊喜歡棲

息在室內，叮咬人高峰為晚上 8 點後。 

（３）有些屈公病感染個案的關節會痛到無法行動，並持續數週或是數月，而典

型的登革熱並不會出現長期的關節痛。 

（４）以上皆是。 

28、（）請問感染頭蝨後，下列何項敍述最恰當？  

（１）感染頭蝨者的家人及親密接觸者不需要檢查，因為頭蝨不會傳染。 

（２）感染頭蝨者及家人需要隔離 14 天，以免頭蝨感染到陌生人。 

（３）感染者使用的梳子，可於 30℃以上的熱水浸泡 10 分鐘。 

（４）開始接受治療前 2 天內，感染者使用的衣物及床被單等，必須用 60℃以上

的熱水清洗，並以高熱乾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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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9、（）有關登革熱的治療，下列何者正確？ 

（１）登革熱是夏天的疾病，飲用西瓜汁，消暑又治病。 

（２）得到登革熱時，請媽媽煮苦瓜燉田雞，就可以藥到病除。 

（３）飲用芭樂汁可以治療登革熱。 

（４）按醫囑服藥、多喝水、多休息。發病後 5 天內避免蚊蟲叮咬。 

30、（）有關防疫 12 招，下列何者最不正確？ 

（１）吃熟食，喝煮過的水。 

（２）咳嗽戴口罩。 

（３）生病速就醫。 

（４）養殖孳生源。 

31、（）請問恙蟲病的致病原是？ 

（１）恙蟲病立克次體。 

（２）恙蟲病艾力克美體。 

（３）恙蟲病阿米巴原蟲。 

（４）恙蟲病克沙奇病毒。 

32、（）請問頭蝨的潛伏期為多久呢？ 

（１）第一次感染頭蝨約 4 至 6 週才會出現發癢的症狀。。 

（２）第一次感染頭蝨約 50 天才會出現發癢的症狀。 

（３）第一次感染頭蝨約一天就會出現發癢的症狀。。 

（４）第一次感染頭蝨約 15 天才會出現發癢的症狀。 

33、（）下列有關恙蟲病敘述，何者最不正確？ 

（１）恙蟲病不會直接人傳人。 

（２）恙蟲病臨床症狀為發燒、結痂、出疹等。 

（３）落實居家防鼠三不政策。 

（４）曾經感染過恙蟲病者，終生不會再感染。 

34、（）請問感染過登革熱，還會再感染嗎？        

（１）對當時感染的型別終身免疫，但對於其他型別僅有短暫免疫力，所以還是

可能會感染其他型別。 

（２）三年內不會再感染。 

（３）身體會有抗體 3 年，這期間即便被登革熱病媒蚊叮咬也不會發病。 

（４）一輩子不會再感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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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5、（）大家正討論著明天要去郊遊踏青，對於預防恙蟲感染的敘述，誰說的正確？      

（１）約翰：恙蟎對黑色衣服很不敏感，有避光效應。 

（２）愛戴爾：身體裸露處要塗抹衛生福利部核可的防蚊藥劑。 

（３）南西：回家後不用急著洗澡換衣服，如有恙螨，隔一下子會自然死去。 

（４）莎莉：踏青就是要在草叢裡打滾，動來動去就可以避免恙蟲的叮咬。 

36、（）登革熱病媒蚊的特徵是身體的哪個部位有黑白相間的斑紋？ 

（１）頭部。 

（２）不會有黑白相間的斑紋。 

（３）身體。 

（４）腳。 

37、（）請問頭蝨屬於哪一種傳染？ 

（１）飛沫傳染。 

（２）接觸傳染。 

（３）基因變異。 

（４）血液傳染。 

38、（）臺灣最常發生恙蟲病的地區在？ 

（１）花蓮縣、台東縣、金門縣、澎湖縣。 

（２）基隆市。 

（３）新竹市。 

（４）嘉義市。 

39、（）佩佩前幾天去郊外遠足時被小蟲咬傷，幾天後高燒、軀幹出現暗紅色的丘疹，並

擴散至四肢，此外咬傷部位出現焦痂，她可能得了什麼疾病？ 

（１）頭蝨。 

（２）登革熱。 

（３）恙蟲病。 

（４）屈公病。 

40、（）請問下列那一種不是頭蝨的感染途徑？ 

（１）共用圍巾。 

（２）共用針頭 

（３）接觸感染者使用過的枕頭、絨毛玩偶。 

（４）共用髮箍 


